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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初選」內訌 戴耀廷照掠水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謀煽惑民意
「又食又拎」網民促速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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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嘢係走過最長嘅路，就係攬炒派嘅套路囉。人稱「戴 派參與初選各團隊嘅訊息，稱向大家致歉， 勢 的 蟻 民 乞 錢 搞 眾 籌 ？ 」 「Stanley
妖」嘅戴耀廷日前牽頭整咗個攬炒派初選，並開始放風，聲
稱會讓大家簽署由佢草擬嘅所謂攬炒協議，以此「凝聚」唔
同派系，但當好多人上鈎時，佢突然又改口稱唔會傻到畀政

府 DQ 嘅理由，執行協議可單靠大家已經形成嘅「信任」而唔使簽約，隨
即引發激進攬炒派不滿，自行公開簽咗個「抗爭派立場聲明書」，逼到
戴妖不得不諗個新招數應對今次「信任」危機，就係扮可憐再搞眾籌，
但就俾人鬧淨係識叫人「入錢」來操控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由戴妖同攬炒派區諾軒牽頭搞嘅所謂
「民主派 35+ 公民投票」，仲未開

始投票就內訌不斷。戴妖對參與初選嘅人
是否需要簽署共同協議態度曖昧，而攬炒
派中人亦各自心懷鬼胎，為政治利益互相
拆台。眼見初選或面臨夭折風險，戴妖一
改以往堅持嘅「不能為當權者製造借口去

『打壓』任何一個人」主張，喺 facebook
再次改口。唔知呢個操作，係咪為着未來
真係有攬炒派被 DQ 而鋪排嘅一個「無關
我事」嘅脫身理由。

改口棄簽協議惹不滿
佢前日喺facebook發帖公開自己發畀攬炒

唔簽署協議係佢嘅個人決定，唔希望由佢手
上產生一張有可能被DQ嘅名單，但之後又
話，是否簽署聯合嘅聲明「是大家自行的決
定。無論是怎樣，我都會尊重。」並聲稱，
「若我再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我也不適合
繼續去統籌這次公民投票了。」

稱越吸錢越有信心吸票
話口未完，戴妖噚日喺 facebook 發帖煽
動大家畀錢眾籌，話無論係乜路線，「若
你希望見到 35＋最終能成功，就不在於是
由甚（什）麼人號召或統籌」，並叫人支
持「民主派 35+ 公民投票計劃」眾籌，並
廣傳眾籌網頁，而網頁上仲明言「越多資
金，我們就越有信心能讓最多市民投票，
並確保各票站順利運作。」
多年來見慣攬炒派伎倆嘅網民就唔買
賬。「MH ManHo」話「『泛民』果然摵
唔甩大台同入錢」。「Tokutaro Law」就
話：「你班政棍咁×多錢，仲要向冇權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熱帶風暴
「鸚鵡」昨日進一步迫近香港，天文台
昨午 3 時 40 分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計
「鸚鵡」會在今早最接近香港，但預計
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不
大。
香港昨日起受「鸚鵡」外圍雨帶影
響，風勢下午開始有所加強，截至昨晚
10 時，「鸚鵡」集結在香港以南約 200
公里，預料以時速約 22 公里向西北移
動，橫過南海北部，逐漸靠近廣東西部
沿岸。
政府因此取消傍晚在灣仔金紫荊廣場
的降旗儀式和晚上的「幻彩詠香江」匯
演，而九巴由清水灣往將軍澳的 91R 線
巴士，以及翠華船務由馬料水住東平洲
的服務亦暫停，此外現代貨箱碼頭在昨
午 2 時起暫停所有吉櫃交收。康文署亦
因海面大浪未能安排救生員坐船往西貢
廈門灣、橋咀及三星灣三個泳灘執勤，
救生服務暫停至另行通知。

■請願者促選管會優化投票安排。

■「鸚鵡」料會在今早最接近香港，但預計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不
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今天間中有狂風驟雨雷暴
天文台預料「鸚鵡」今早最接近本
港，並在香港西南約 200 公里範圍內掠
過，但指出「鸚鵡」的結構較鬆散，相
關的烈風影響範圍較小，除非風力顯著
增強或採取較接近香港的路徑移動，否
則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機會不
大。
「鸚鵡」雖未必為本港帶來今年首個
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風勢預料今日稍
後緩和 ，但今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
暴，明日幼稚園高班及初小復課日亦繼
續有雨，天氣預料要至本周中後期末會
好轉。
另外，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報
道，中央氣象台昨日發布颱風藍色
預警，預計「鸚鵡」今早在廣東台
山到湛江一帶沿海登陸，國家防總

市民促設關愛通道 助長者優先投票

「鸚鵡」
迫近港 難變八號波

Kam」 直 言 ： 「 騙 徒 出 沒 。 小 心 。 提
防。」「Wai Hang」都話「捐錢畀你去操
控選舉？不了。」
「Man Li」就話「呢啲叫漁人得利……
一到要投票嘅時候，佢呢啲人咪走出嚟同
你講捐錢捐錢囉」，又話呢班人連「香港
『獨立』唯一出路，『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都唔夠膽講呀」，暗指班人根本另有
所謀。
「Henry Chung」就覺得對於初選嘅細
節，「『泛民』各路分歧，說明內部存在
分裂時日不淺，團結之心原是謊言。」叫
佢放棄「35+」及七月初選，等選民九月
自己決定。「Jessie Michè le Luk」就質問
佢，「為什麼你仍然死心不息去攪（搞）
選舉？為左（咗）證明你自己？為左
（咗）修正當年的雷×計劃？……以為自
己幫香港，其實是自己執念，放唔低自己
不受香港人歡迎，及執著（着）於自己過 ■戴耀廷前日先改完口風，到咗噚日又發帖宣傳眾
去的失敗計劃。」
籌，即惹來網民批評。
戴耀廷fb截圖

■「三號強
風信號」
下，本港天
氣受外圍雨
帶影響，市
民昨日須撐
傘外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昨 日 中 午 12 時 啟 動 防 汛 防 颱 風 Ⅳ 級
應急響應，派出工作組赴廣東指導
颱風防禦工作。應急管理部有關負
責人介紹，此次颱風帶來的強降雨

落區與前期洪澇災害影響區部分重
疊，廣東、廣西局地山洪、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災害風險高，防颱風
形勢嚴峻。

侯傑泰析冷血試題 誤導釀不公須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屆
文憑試歷史科出現涉及包括日本侵
華期間日本對中國「利多於弊」的
荒謬試題，引起全城批評，最終題
目被取消。針對坊間有謬論稱，應
先看評分標準、改卷評分作分析後
才決定試題是否該取消。曾任考評
局委員會委員的中文大學教育心理
學講座教授侯傑泰昨日撰文指，一
個被試題誤導的答案倘強加評分，
只會引致評分不公平性，為考試公
平、文憑試的國際地位，無奈取消
題目是唯一的選擇。
侯傑泰在文中表示，過往考試局
（考評局前稱）曾有一些多項選擇題
誤導高能力的學生，局方會改卷後再
做分析找出問題，最後取消題目，這
是質素保證的一環，惟今次的「利弊
試題」，根本沒有公認的評分標準，
情況如同某試題漏印一些資料，學生
■香港文匯報 6 月 11 日 A1 版面報道根據試 用極多時間仍無法解答；或如一般人
可以判斷，題目得分會受學生背景影
題評分參考，學生獲高分須扭曲價值觀。

響引致不公，有關錯誤本應在審題時
已移除但不幸未有出現，為了考試公
平，無奈取消題目是唯一的選擇。
他指出，一個題目的發問方法及內
容（如：槍支管制、墮胎、性傾向、
避孕）引起公眾爭議，已說明題目已
超乎考核某一學科的能力，評分的公
平性可能受考生背景因素所影響。

不適範疇故談利必致誤導
侯傑泰強調，是次試題提供了兩則
看似「利」的資料，根據考評局及老
師有關論述題的指引，學生必須從
「利」的角度去看問題，以為這是一
個真實的、很多人都會爭辯公有公
理、婆有婆理的「利弊」問題，即使
一個心裏認為題目所指根本是一個無
「利」可言偽命題的考生，在時間有
限的情況下，亦不敢挑戰考評局擬題
員的思路，從專業角度來看，其答案
已被試題誤導，強加評分只會引致不
公平性，取消計分是無奈的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 超
過 70 名香港市民昨
日自發到選舉管理委
員會請願，要求選管
會主席馮驊確保今年
9 月舉行的立法會選
舉能夠公平公正，並
吸取上次區議會選舉
長者等候時間過長的
教訓，設立長者關愛
投票通道，優化投票
安排。
有市民團體代表表 ■請願者期望設立長者和殘障人士投票通道，讓人人都可以
示，去年 11 月區議 行使投票權。
會選舉，因多個票站大排長龍，眾多長 票站等候投票，過程「好辛苦」，希望
者選民因無設立長者關愛通道、未採取 選管會考慮優化投票安排，設立長者和
電子排票等措施，涉嫌選舉不公，損害 殘障人士投票通道，讓人人都可以行使
長者投票權利，希望馮驊解釋和回應他 投票權，得到公平對待。
從事成衣貿易生意的市民楊先生表
們的訴求。
76 歲梁先生表示，自己曾因投票在票 示，因為上年區議會選舉適逢社會事
站外站立等候近兩個鐘，而許多健康較 件、投票率飆升，投票站人工監票、核
差的長者和輪椅使用者因票站外大排長 查投票人資格的方式已經無法滿足選舉
龍、等候時間過長，在有心無力下只得 需要，希望選管會可以實行電子投票登
記的方式，避免出現人為干擾投票、造
放棄投票的權利。
70歲的曾女士曾攙扶 80歲高齡先生到 成不公平投票現象的出現。

理大移走校園違規暴徒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黑暴屢次
利用大學學生會平台，提供物資文宣肆意煽
暴播「獨」，近日理大學生會又意圖重捲黑
色暴潮，製造了一個以「抗爭者」為名的暴
徒石膏像違規於校內設置，至昨日被理大校
方移除，其間石膏像有所損壞。理大回覆香
港文匯報指，校方認為該物品所表達的信息
會引起不安情緒，不應將其擺放在校園內，
又強調未經校方同意於校園空間擺放的物
品，校方有權移走。
理大學生會將石膏像設計成一人跪低、一
人站立的形象，配以眼罩頭盔的暴徒裝束，
更舉起「光復香港」的「獨」旗，試圖以
「抗爭者」之名，將暴亂英雄化。學生會昨
在 fb 指，石膏像是「一眾熱心的理大同學」
製造，11 日起放置於理大 VA 大樓內，並用
圍板封住，於 12 日開始「公開展覽」。
至昨日下午 3 時許，理大校方人員將石膏
像移走，及後校方人員將之搬到另一大樓的
儲物室，由於未能將整個雕像搬進，過程間
雕像多處損壞破碎。

學生會反咬
「破壞作品」
學生會違規利用大學空間宣傳黑暴，卻惡
人先告狀聲稱校方「一尊石膏像都容不下，
肆意破壞學生作品」、「予以最嚴厲的譴

■理大校方移除違規石膏像。
理大學生會fb圖片
責」，更揚言「不排除以司法程序索償」云
云。
理大發言人昨回應指，任何人或團體使
用校園空間或設施，均須得到校方同意，
未經同意而擺放的物品校方有權移走；而
就今次事件，校方認為該物品所表達的信
息會引起不安情緒，不應將其擺放在校園
內。發言人又表示，校方曾就此事與學生
會溝通，要求他們從速搬走該物品，惟物
品未被及時移走，故大學認為有必要作出
處理。

